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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美国政府促进学生体质健康的起因、措施及其成效进行了分

析后认为，美国政府在促进学生体质健康方面的经验主要是政府高度重视并长期坚持；建立有效

的领导机构；积极与社会各界进行合作；开展全方位的宣传工作；重视科研工作；奖励先进和典

型。这些经验对改善我国学生体质健康、改进学校体育工作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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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aving analyzed the reasons for, measures taken by and effects of the US government to promote student 

fitness since the 1950s, the author concluded that the experiences of the US government to promote student fitness 

mainly include the followings: the government has regarded such a job highly and stuck to it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the government has established an efficient leadership organization; the government has actively cooperated 

with all walks of life in the society; the government has carried out comprehensive promotion; the government has 

showered attention on scientific researches; the government has generously rewarded advanced and typical organi-

z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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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公认的体育强国。在美国迈向

世界体育强国的历史进程中，其发达的学校体育为大

众体育、竞技体育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然而，

在 20 世纪上半叶，学校体育在美国没有得到重视，学

生体质每况愈下；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应征青年出

现身体不良的情况；再加上美苏争霸过程中，苏联率

先发射了人造卫星，对美国的教育、科技等产生了震

动[1]。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认识到青少年学生体质

健康对国家、民族发展的重要性。本文参照美国体质

与运动总统委员会官方网站公布的资料及其他学者的

研究成果，分析和总结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美国各届

政府应对学生体质健康问题的举措，为解决我国学生

体质健康问题提供借鉴。 

1  美国政府重视学生体质健康的起因 
在 20 世纪 40 年代末和 50 年代初，纽约大学物理

治疗和康复学副教授、医学博士汉斯·克劳斯和他的

同事发表了一些论文，强调了美国国民体质健康的不

良状态。其中有一篇与普鲁登合著发表在《纽约州医

学杂志》上。该研究使用克劳斯·韦伯测试仪检测美

国公立学校 4 400 名 6~16 岁的学生和瑞士、意大利、

奥地利 3 000 名相同年龄段的学生，测试的内容包括

抬腿、仰卧起坐、俯卧撑和手触脚尖跳等。结果令美

国人吃惊：56%的美国学生至少有一项内容没有通过

测试，而欧洲只有 8%的学生至少有一项内容没有通

过测试[2]。克劳斯这篇文章所揭示的发展趋势震惊了艾

森豪威尔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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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媒体的渲染，再加上克劳斯拥有把这个问题

推向更高层——联邦政府的决心，使这一事件有了最

终结果：尽管专业人员对克劳斯·韦伯测试仪的妥当

性以及美国儿童体质状况差于欧洲儿童的可靠性缺乏

共识，但美国社会各界看到了学生体质健康存在的危

机。从此，学生体质健康引起美国政府的重视，成为

历届政府常抓不懈的重要问题之一。 

 

2  美国政府促进学生体质健康的主要举措

及其成效 

2.1  美国政府促进学生体质健康的主要举措 

艾森豪威尔(美国第 34 任总统，1953-1961 年)政

府在促进学生体质健康方面采取了许多开创性的措

施。如在美国海军学院举行美国青少年体质总统研讨

会；建立具有部长级地位的青年体质总统委员会，作

为促进青少年体质的领导、协调机构；建立美国青年

体质公民咨询总统委员会；在美国西点军校召开青年

体质会议，出台了纽约行动计划；进行第 1 次全国青

少年体质的测试与研究。此后，美国各届政府继承艾

森豪威尔政府的政策和做法，并进一步加强学生体质

健康工作。 

约翰·F·肯尼迪(美国第 35 任总统，1961-1963

年)政府把青年体质总统委员会改名为体质总统委员

会，扩大了其任务；肯尼迪总统先后在《体育画报》

上发表关于体质健康的文章；肯尼迪政府还设立国家

示范中心，展示优秀的中、小学体育计划；开发身体

健康课程，出版和发行大量的免费出版物；举办学术

会议，拍摄教育性质的电影。 

林顿·B·约翰逊(美国第 36 任总统，1963-1969

年)政府把体质总统委员会改名为体质和运动总统委

员会，并沿用至今；进行第 2 次全国青少年体质测试；

创立总统体质奖，表彰在体质测试中成绩优异的青少

年。 

理查德·M·尼克松(美国第 37 任总统，1969-1974

年)政府重组体质和运动总统委员会，配备健康和体育

专业人员；发行专业季刊《健康研究文摘》；创立总统

体育运动奖，激励青少年和成人长期参加健身和体育

活动。 

拉尔德·福特(美国第 38 任总统，1974-1977 年)

政府进行第 3 次全国青年体质调查；把总统体育运动

奖扩大到 43 种。 

杰米·卡特(美国第 39 任总统，1977-1981 年)总

统在第 1 届全国体质会议上发表讲话；政府通过业余

体育法，改组美国奥委会；体质和体育锻炼成为国民

健康促进和疾病预防倡议中 15 个优先领域之一。 

罗纳德·里根(美国第 40 任总统，1981-1989 年)

总统任命美国著名橄榄球教练乔治·阿伦为体质和运

动总统委员会主席；政府创立国家健康基金、健康学

院，鼓励创作全民健身优秀作品，举行青年体质论坛；

进行公共服务性的广告宣传活动，发行健康邮票；建

立州长健康委员会、各州健康示范中心，组织各洲的

体育比赛；建立国家冠军计划，表彰获得健康百分比

奖励的学生所在的学校；创立国家体质奖，表彰在总

统体质测试中成绩居于 50%~85%之间的儿童；创立美

国体质健康领导者奖，表彰工作突出的健康领导人；

确定每年 5 月为全民体质和健身活动月；召开全国青

年体质会议，举办 6 个地区性的体质和体育教育公众

听证会；开展全国学校人口体质调查；把青年体质测

试改为“挑战青年体质总统奖励计划”。 

乔治·布什(美国第 41 任总统，1989-1993 年)总

统任命好莱坞著名影星阿诺德·施瓦辛格为体质与运

动总统委员会主席；阿诺德·施瓦辛格访问美国各个

州，宣传体育课的重要性；全国开始电视直播“全民

体质和健身活动月”庆典；举行总统夫妇和社会名流

参加的“伟大美国训练”活动；设立健身参与奖；总

统体育运动奖为第 1 家庭颁发了“家庭健身奖”。 

比尔·克林顿(美国第 42 任总统，1993-2001 年)

政府举办体质战略规划论坛，研讨改进美国人体育活动

和体质的问题；出版体质与运动总统委员会季刊——

《体育活动和健康研究杂志》；开展为期 3 年的“提高

公众意识关注青年体质”活动；开展“显示国民力量：

美国世纪的总统、健康和运动”活动；发布《女孩生

活中的身体活动和运动》的报告；发布总统行政备忘

录，指导改善美国青少年体质的策略；建立体质健康

网站；发布《诺兰·雷恩健身指南》；开展“伸缩国民

的肌肉：美国世纪的总统、体质和运动”活动。 

乔治·W·布什(美国第 43 任总统，2001-2009

年)政府为儿童和青少年设立了总统积极生活方式奖；

举行健身博览会；任命美国著名足球明星林恩·C·斯

旺为体质与运动总统委员会主席；建立体质总统挑战

网站；建立体质与运动总统委员会科学委员会；健康

与公共事业部部长汤普森发布部长挑战计划；连续举

办“使我们更健康”健身节，庆祝全国体质和健身活

动月；布什总统连续 3 年发布宣言，呼吁所有美国人

参与全国体质和健身活动月；制作出版总统挑战计划

DVD；再次发行《孩子们在行动》、《方案：迎接总统

挑战》、《步行工程》等出版物；制定新的“我能做到，

你也能做到”项目；威斯康星州实施州长挑战计划；

联合事务特遣队开展“健康的儿童与休闲”活动；公

布第 1 届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名单；公布第 1 届社区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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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奖；设立国家总统挑战奖；建立总统挑战互动式网

站。 

2.2  美国政府促进学生体质健康措施的成效 

经过美国政府半个多世纪的不懈努力，学生体质

状况及学校体育工作有了明显的进步。据相关研究资

料，1959-1960 年有 2 000 多万学生通过学生体育及格

测验标准[3]。1963 年在美国公立学校 4~12 年级的 2 600

万学生中，有 2 000 万儿童实行了经常的体质健康计

划，比上一年增加了 210 万人。美国 108 000 所公立

学校中有 56%的学校开设了体育课，运用身体发展能

力测试，并且在体育课上进行更为激烈的身体活动，

使青少年的体质得到了较好的改善[4]。1964-1965 年，

进行了学生身体素质标准测验，11 000 名男女儿童，

除 1 个项目外，各年龄级别项目的平均测验成绩都比

上一年度提高了。1966 年，约翰逊总统设置了体质总

统奖，仅 4 年间，就有 30 万青少年获得了总统体质奖

章。上述数据表明，美国学生体质健康工作取得阶段

性成果。直到 1996 年，美国卫生总署出版了一个里程

碑式的报告，标志着普通民众、专业人员看待和讨论

健康的方式发生了重大改变，大家公认体育活动和体

质是健康的一种必要因素。 

 

3  美国政府促进学生体质健康措施的启示 

3.1  政府高度重视学生体质健康 

从艾森豪威尔总统开始，美国历届总统和政府高

度重视学生体质健康问题。肯尼迪总统认为：“促进人

民参加体育活动并提高他们的体质水平，永远是美国

的基本国策。”约翰逊总统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公

民十分柔弱的话，那么这个国家也不会保持强大。身

体素质对个人成长以及民族兴盛是极其重要的大事。”

卡特总统认为：“系统地参加科学的身体素质锻炼对美

国人民身体健康可能是最好的投资。”[5]乔治·W·布

什总统阐明了体育锻炼的重要价值：“如果你每天坚持

锻炼，你就是一个好工人；如果你每天坚持锻炼，你

就会帮助降低美国的卫生保健成本；如果你每天坚持

锻炼，你的生活将变得更加完美。” 

从艾森豪威尔总统到福特总统，经过 20 年左右的

努力，美国政府为学生体质健康做了不少工作。但在

福特总统时期，青年体质测试结果显示学生体质健康

收效甚微；军队中士兵的淘汰率居高不下；健康不佳

造成的经济损失仍在迅速增加。这些情况说明学生体

质健康问题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要经过几代人

或长期的坚持与努力。 

3.2  建立有效的学生体质健康领导机构 

为了解决学生体质健康问题，美国专门建立了学

生体质健康的领导、协调机构，进行有效的管理和指

导。1956 年 7 月，艾森豪威尔总统建立了部长级的青

年体质总统委员会，任务是说服、教育美国人为健康

采取具体行动；作用是警钟长鸣，表达关切，并成为

刺激和鼓励基层采取健康行动的“催化机构”；活动经

费来自联邦机构。该委员会的第 1 任主席是副总统尼

克松，成员包括内务部、农业部、劳动部、司法部以

及医疗保健、教育和社会福利部等部的部长，具有极

高的权威性。1963 年 1 月，肯尼迪总统把青年体质总

统委员会改名为“体质总统委员会”，扩大了委员会的

任务，其服务对象延伸到所有年龄的美国人。1968 年，

约翰逊总统将体质总统委员会更名为“体质与运动总

统委员会”，扩大了委员会的授权，把体育包括在管辖

范围之内。该委员会不断地为学校系统和教育部门提

供技术援助，以改进体质和健康计划。约翰逊总统把

体质与运动总统委员会从白宫转到卫生、教育和社会

福利部(后来更名为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并一直

沿用至今天。 

作为学生体质健康的主要领导机构——体质与运

动总统委员会，它的 3 次改名及其职权的扩大，表明

美国政府逐步加强了对学生体质健康工作的管理。 

3.3  积极与社会各界进行合作 

学生体质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并非某一

个部门、某一位领导能独立完成。联邦政府与社会各

界合作，共同研讨解决学生健康问题，并取得了国家、

学生、社会多赢的效果。1956 年 5 月召开的美国青年

体质总统会议，明确了学生体质工作的校外计划应包

括其它已在该领域开展工作的机构，如男、女童子军，

基督教青年会等。1982 年 12 月，为了改善全体美国

人的健康状况，里根总统发布总统令，呼吁公民个人、

市民团体、私营企业、志愿组织等的积极支持和帮助；

鼓励社区娱乐、健身、体育参与项目的发展；发展同

医疗等相近专业的合作项目；协助各级教育机构开发

优质、创新的健康和体育计划；协助各级娱乐机构和

国家体育管理组织发展大众体育项目。在里根政府时

期，建立了一个由体质与运动总统委员会、国家娱乐

和公园协会、国家州长协会共同组成的合作组织——

全民健康联盟，进行体质健康方面的协作。体质与运

动总统委员会与美国健康、体育、娱乐和舞蹈联盟合

作 推 出 了 一 项 以 全 国 青 少 年 体 质 测 试 为 基 础 的

“Fitnessgram”计划，这个项目由坎贝尔汤公司提供

赞助。在乔治·布什政府时期，体质与运动委员会成

员从 15 人增加到 20 人，加强了健身计划、措施方面

的公、私合作。在克林顿政府时期，体质与运动总统

委员会与体育用品制造协会、国际健康和球类运动俱



 
第 3 期 张宝强：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美国促进学生体质健康的举措及其启示 55  

 

乐部协会、广告理事会合作，开展了一项为期 3 年的

“提高公众意识关注青年体质”活动(该活动是推动久

坐不动、超重的成人和儿童进行身体锻炼)。体质与运

动总统委员会与国家档案和纪录管理机构合作，开展

“显示国民力量：美国世纪的总统、健康和运动”活

动。小布什政府时期，在总统挑战网建立的前 3 年中，

就有 80 多家公司、非营利组织、医疗和教育机构成为

总统挑战的拥护者，在学校和其它场所使用或赞助总

统挑战计划。 

在开展体育活动、改善体质健康方面与政府进行

合作的伙伴，主要有通用磨坊基金、通用磨坊小麦干

公司、可口可乐公司、巴利公司、崔克公司、蓝十字

与蓝盾牌协会、家乐氏公司等企业，以及国家运动与

体育协会、国家衰老研究会、库珀学院以及美国健康、

体育、娱乐和舞蹈联盟等单位。它们通过提供器材、

进行奖励、发布信息等方式大力支持国家的体质健康

事业[6]。 

3.4  进行全方位的宣传工作 

美国历届政府十分重视体质健康的宣传和普及工

作。艾森豪威尔总统专门委派体质与运动总统委员会

官员谢恩·麦卡锡到全国各地去宣传健康的重要性。

肯尼迪总统在正式就职之前，就在大众媒体上撰写关

于体质健康方面的文章，宣布它的健康公共政策，这

在美国历史上是第 1 次。肯尼迪政府还开发了身体健

康课程；出版和发行成千上万册免费出版物；通过网

络遍及 650 家电视台和 3 500 家广播电台的全国广告

理事会，在全国掀起促进健康公众启蒙运动；鼓励漫

画家、作曲家等艺术界名流创作相关文艺作品；设立

国家示范中心，作为中、小学体育计划的模范进行展

示；举办学术会议、拍摄具有教育性质的电影等。里

根总统经常出现在促进健康的电视和印刷物广告上，

并为设在纽约的全民健康基金会颁奖晚宴发表录音讲

话。里根政府还开展公共服务性的广告宣传活动；与

美国邮政服务处联合发行健康邮票；出版体质与运动

总统委员会时事通讯；在私人公司和组织的共同赞助

下出版了大量公共信息资料；建立州长健康委员会、

各州健康示范中心；创建全民体质和健身活动月，鼓

励地方社区开展健康博览会、有趣走和跑以及讨论会

等活动。在乔治·布什政府时期，健美运动员和好莱

坞影星阿诺德·施瓦辛格被任命为体质与运动总统委

员会主席，使该委员会达到了肯尼迪政府以来从未有

过的认识和受欢迎的水平。在克林顿政府时期，体质

与运动总统委员会与艾德维尔基金合作完成的《诺

兰·瑞安健身指南》，惠及超过 85 万的美国人；开展

“提高公众意识关注青年体质”、“显示国民力量：美

国世纪的总统、健康和运动”等体质健康宣传和展览

活动；制定未来 10 年国民健康规划《公民健康 2010》，

发布专题报告《身体活动和健康》；开办体质健康官方

网站，发布大量的与体育活动、体质和健康有关的政

府信息资源。在乔治·W·布什政府时期，充分利用

名人的行为模范和国家代言人的价值，任命美国国家

足球联盟名人堂获得者、4 次超级杯冠军得主林

恩·C·斯旺为体质与运动总统委员会主席，奥运垒

球金牌获得者、骨科医生多梦西·G·理查森博士为

副主席。作为非常受人欢迎的、具有激励性的演讲者，

斯旺和理查德通过会议演讲和媒体亮相，把国家的健

康和体育活动信息广泛、及时地传达给观众。开始电

视直播全民体质和健身活动月的庆典，布什总统夫妇

随同阿诺德以及其他体育和好莱坞明星参加在白宫草

坪上举行的“伟大的美国训练”活动。还开设了总统

挑战互动式网站，该网站的设计非常适合个人、家庭、

学校、课外活动、俱乐部、职场健康项目、体育和健

身场所、老人中心以及其他群体和组织的健身活动。 

3.5  重视促进体质健康的科研工作 

美国政府十分重视科学研究在改善学生体质健康

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增加管理机构中的专业科研人

员，注重与医学界、教育界的合作，召开学术研讨会，

开办科研刊物等方面。 

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召开的美国青年体质总统会

议，邀请教育、健康、医疗、运动等领域的专业人员

参加向他们征求建议；成立的青年体质公民咨询委员

会是由来自各学科的重要代表组成的，其任务是专门

研究青年体质，并提醒美国民众如何才能培养健康的

美国青年。约翰逊总统坚信体质是健康的主要问题，

拓宽了体质与运动总统委员会的作用，其中包括与医

学专家开展合作项目，以促进科学研究。尼克松政府

排除了体质与运动总统委员会中的内阁成员，创建了

一个由 15 名全国健康和体育界专业人士组成的委员

会，有利于健康计划的执行和科学研究的开展；发行

了体质与运动总统委员会第一本专业刊物《体质研究

文摘》，开展科学研究。里根总统还发布总统令，呼吁

发展同医疗及其他相近专业的合作项目，以鼓励实现

良好的健康习惯和运动医疗服务；鼓励运动医学、健

康和体育运动领域的科学研究。里根政府还赞助医师

和体育教育工作者参加的医学研讨会，关注运动在疾

病预防中的作用。乔治·布什总统时期，体质与运动

委员会把美国疾病控制中心作为科学顾问。克林顿政

府举办了战略规划论坛，讨论成人体质调查以及如何

改进美国人体育活动和体质的问题；出版了体质与运

动总统委员会专业研究季刊——《体育活动和体质研



 
56 体育学刊 第 17 卷 

 

究杂志》；把体质与运动总统委员会的办公室转到美国

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开展科学研究，逐步揭示了体育

活动在疾病预防和全面健康中发挥作用的科学依据。

乔治·W·布什总统时期，为了寻求科学支持，成立

了体质与运动总统委员会科学委员会，并建立了体质

与运动总统委员会科学合作伙伴。这些科学伙伴主要

有美国健康、体育、娱乐和舞蹈联盟，美国运动医学

院，美国心脏协会，美国运动医学骨科协会，美国物

理疗法协会，国家体育教练员协会以及国家体能协会

等[7]。 

3.6  大力奖励促进体质健康活动中的先进和典型 

艾森豪威尔总统认为，青年体质总统委员会是一

个“激励器”和“催化剂”，其任务是说服、教育美国

人为健康采取具体行动。肯尼迪政府设立了国家示范

中心，用来展示中、小学体育活动的模范。约翰逊总

统创立了总统体质奖，以表彰垒球掷远、跳远、50 码

冲刺跑、600 码跑(或走)(1 码=0.914 m)这 4 项体质测试

中成绩居于前 15%的优秀青少年。尼克松政府时期，

创立了总统体育运动奖，用以鼓励青少年和成人长期

参与体育健身活动。总统体育运动奖“学校计划”扩

展到康乐部门和青年团体，如童子军、男孩和女孩俱

乐部以及学校体育。里根总统时期，建立各州健康示

范中心；设立国家冠军计划，表彰获得最高健康百分

比奖励的学生所在的学校；创立国家体质奖，表彰在

总统体质测试中成绩居于 50%~85%的儿童；把青年体

质测试改为“挑战青年体质总统奖励计划”；创立美国

人体质健康领导者奖，由好事达保险和青年商会共同

资助，每年表彰 10 位突出的健康领导人。乔治·布什

总统时期，增加了健身参与奖；总统体育运动奖为第

一家庭颁发了“家庭健身奖”。在乔治·W·布什总统

时期，创立了总统积极生活方式奖，奖励坚持 6 周，

每周 5 天，每天 30~60 min、积极主动地参加体育活动

的儿童、青少年、成年人以及老年人；创立总统挑战

奖励计划(针对青年和成年人)，奖励的范围包括传统

的体育活动，如散步、跑步、游泳、棒球、足球等，

以及瑜珈、太极、舞蹈、家务活动和园艺等。2007 年

5 月，首次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名单公布，6 位获奖者在

美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举行的联合颁奖午宴上受到表

彰；第 1 届社区领导奖公布，共有 37 项奖励授予个人。

2008 年 3 月，首次发起了国家总统挑战奖。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新中国成立 60 年来，党和

政府一直十分关心青少年学生的体质健康问题，开展

了许多工作，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通过分析美国

半个世纪以来促进学生体质健康的努力和经验，从中

我们可以看到成绩，找到差距。 

在迈向社会主义体育强国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应

及时吸取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促进学生体质健康过程中

的有益经验，发扬长处，弥补不足，尽快解决我国学

生体质健康这个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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